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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形象的塑造
———以 1950 年代的国家话语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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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1950 年代国家对于农民利益的关注和承诺 ,导致了农民观念中的国家意识

的根本变革。农民不但接受了国家的权威 ,而且也认同了国家的规划和目标 ,并对国家

的规划和目标作出积极的反应 ,这些反应有可能对于国家新规划、新目标的定位产生重

大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 ,1950 年代新的国家形象的塑造是国家与农民“同谋”的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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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世纪中叶以后 ,中国境内的各民族产生

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烈的共同的利益诉

求 ,他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有一个保护他们

的利益及权利的强大的国家政权。“中华民

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相继产生 ,就是这

种民族利益共同诉求的产物。“中华”概念与

“国家”概念的结合标志着与王朝时代不同的

新的“民族国家”的诞生 ,即现代国家的诞生。

现代国家不仅存在一个有形的地理边界 ,

它由山脉、河流、湖泊、海洋等地理单元所组

成 ,也存在一个无形的“概念”边界 ,它们包括

一系列与之相关的“话语”,构成对“国家”性质

的解释和说明。国家形象因此而被塑造。

对于中国农民的绝大多数而言 ,有形的国

家地理边界离他们十分遥远 ,人们感觉不到国

家边界之存在 ,即使在民国时期也是如此。虽

然大多数的学者认为 ,民国时期国家权力对乡

村社会的扩张显现出前所未有的力度 ,但深究

之 ,这一时期的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的联系尚

局限于维护地方秩序和征收赋税。[1 ]3 农民对国

家的认同仅仅在于承认政权的权威 ,与王朝时

期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现代国家的特征是公民的利益和权利在国

家制度的框架中得到充分的体现。从王朝时期

到现代国家时期 ,人们经历了从对统治者权威的

承认 ,发展到表达自己对利益和权利的诉求的变

化。这是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 ,并不随着政权的

更叠而完成。本文通过浙江北部一个村庄的个

案研究 ,展示这一过程是怎样开始 ,又是怎样进

行的。本文证明 ,1950 年代 ,随着土地改革和农

村合作化运动的展开 ,新建立的共产党政权有意

识地通过各种手段的话语传输 ,向农村成功地输

入了国家意识形态。尽管这时的国家意识形态

还不具有普遍意义上的现代性质 ,但却最终形成

了乡村居民的现代国家意识并引发了乡村社会

结构的根本性变革。

浙江北部农村的个案资料来源于张乐天

提供的海宁市联民村“大队”主要负责干部贾

小青自 1954 年至 1982 年所作工作笔记 ,以及

1955 年至 1957 年的《海宁报》,同时还参考张

乐天、曹锦清等有关的研究著作。①

一、乡村“等级”社会

1950 年代初期的土地改革运动奠定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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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化运动的基础。从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上说 ,

只有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 ,才有可能进入社会

主义革命。从实践上看 ,土地改革是新的国家

政权深入乡村并改造乡村社会一个最有力的

楔子。

浙江海宁县的土地改革从 1950 年 10 月开

始至 1951 年 3 月结束。1950 年 8 月 ,中央人

民政府政务院通过了《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

的决定》,规定凡占有土地、自己不劳动或只有

附带的劳动而靠剥削为生的 ,便是地主。占有

土地及比较优良的生产工具及活动资本 ,自己

参加劳动但经常依靠剥削为其生活来源之一

部或大部的则为富农。对于地主、富农土地的

没收与征收都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

法》的有关规定进行。该法第二章第二条规

定 ,“没收地主的土地、耕畜、农具、多余的粮食

及其在农村中多余的房屋”;第四条规定 ,“工

商业家在农村中的土地和原有农民居住房屋 ,

应予征收”;第六条规定 ,“半地主式的富农出

租大量土地 ,超过其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数

量者 ,应征收其出租土地”。无论是没收还是

征收 ,地主和富农都失去了他们大部分或一部

分土地所有权。

用今天的眼光看 ,对于联民村或海宁县或

整个浙江地区而言 ,土地改革的结果是国家政

权在摧毁一个土地占有数量不平等的乡村社

会的同时 ,塑造了一个政治权利不平等的乡村

社会。土地改革之前 ,通过分家制度和农民之

间的家际竞争 ,大土地占有者和小土地占有者

之间的地位时时都在变动之中 ,所以 ,土地占

有数量不平等是一种弹性的不平等。土地改

革之后 ,人身权利的不平等写入宪法 ,不可能

变动 ,是一种刚性的不平等。

1954 年 9 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

法》第一章第十九条规定 :“国家依照法律在一

定时期内剥夺封建地主和官僚资本家的政治

权利 ,同时给以生活出路 ,使他们在劳动中改

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公民。”也就是说 ,地主属于

公民中没有政治权利的另类。按照法律学家

对于 198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公民”

一词的释义 ,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 ,其中绝大部分是人

民 ,少部分是被剥夺政治权利的反革命分子和

刑事犯罪分子[2 ]63 。只是我们不明白 ,当土改

中有“罪行”的恶霸地主被消灭之后 ,有什么理

由认为剩余的地主等同于“反革命分子”或“刑

事犯罪”分子 ? 宪法所称“依照法律”,意味着

在宪法颁布之后 ,应该制定相应的《封建地主

及官僚资本家改造法》,遍查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政府颁布的各项法律法规 ,均不见与此

相关的法律、法令条文。

另外 ,上引 1954 年的宪法条文所称“一定

时期”,为 1975 年宪法所继承 ,为 1978 年宪法

所取消。但这并不意味着 1978 年宪法在这一

点上有所变更 ,因为 ,1978 年宪法仍规定剥夺

地主、富农的政治权利 ,所以“一定时期”的取

消实际上意味着“无限期”。另外 ,1954 年宪法

中的“剥夺封建地主和官僚资本家的政治权

利”,至 1975 年宪法中被改为“剥夺地主、富农、

反动资本家和其他坏分子的政治权利”。富农

成为地主的陪绑者 ,与地主等值。需要指出的

是 ,1975 年宪法将富农划入与地主等同的反动

阶层 ,并不是说从这一年开始 ,富农的政治权

利才被国家剥夺。实际情况是 ,国家在剥夺地

主政治权利的同时 ,就已经剥夺了富农的政治

权利。1975 年宪法中的新规定仅仅是对这一

事实的追认。新增加的“坏分子”是一个含义

模糊的概念 ,可以视具体情况作多种解释。

1978 年宪法取消了“坏分子”一词 ,又在“地主、

富农”之前加上“没有改造好的”作为定语。

“没有改造好的”一词含义更加模糊 ,也可以视

具体需要作各种各样的理解 :就文本而言 ,既

然存在“没有改造好的”地主、富农 ,就一定存

在“改造好”的地主、富农。然而实际情况却

是 ,在几十年中 ,地主、富农没有一个是改造好

了的 ,即没有一个地主、富农恢复了被剥夺的

政治权利。

土地改革之前 ,村民眼中的地主、富农是

乡村中的普通人 ,或普普通通的乡村富人。从

“弹性”的观点看 ,他们只不过是在某一段时期

内的发家致富者。在海宁县陈家场村 ,被划成

“工商业兼地主”的陈梅林 ,早在 20 世纪 20～30

年代即已外出谋生 ,以后全家陆续迁出 ,是个典

型的不在乡地主。虽说是地主 ,但根据村民的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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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 ,陈氏本人几乎从未回村收过地租 ,相反 ,他隔

几年回村一次 ,还要大大地摆一番阔气 ,受其恩

惠的村民至今津津乐道。[3 ]34 - 35 ,[4 ]51 ,55 虽然出租

土地与剥削有时并不是同一个概念 ,但陈梅林

还是被划成为地主。按照当年海宁县制定的

标准 ,占地 30 亩以上的土地出租者才可能被划

为地主。但“30 亩”也是个活杠子。一份题为

《1951 年陈家场村民田亩公布表》显示 ,陈梅林

家土地连宅基地合计也仅有 28 亩。村庄干部

回忆说 :“我们想占用他家的房子 ,便把他家定

为地主成分。在土改复查时 ,由于他家土地少

了一点 ,改地主成分为工商业兼地主成分。阶

级成分一划定 ,他家的土地和大部分财产都被

没收 ,他家的楼房做了村公所的办公室。”[4 ]51

乡村干部的目的很简单 ,既然陈梅林不在乡 ,

且房屋高大宽敞 ,就有理由将其收归集体所

有。然而 ,村庄干部的这一陈述还不能反映历

史的真实。

为什么会将户均 30 亩土地作为划分地主

的最低标准 ? 这涉及 1949 年以后中国社会的

“数目字管理”的问题。按照毛泽东《兴国调

查》中所说 ,1 %的地主和 5 %的富农构成农村

的剥削阶级。这一数值后来修改为 5 % ,便成

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对于中国社会分析的

一个基本数据指标。例如 ,在 1950 年 12 月 ,中

共江西省委向中南局发出《关于目前土改中八

个具体问题的请示》,其中第四个问题是“掌握

打击面”,内称 :“按照本省各地的不同情况 ,地

主阶级一般 (以区或县为单位) 应占人口的百

分之四至五 (苏区为百分之三至四) 。最近 ,南

昌划阶级 ,只划出地主百分之二至二点八 ,原

因之一 ,是由于政务院规定 :凡达到当地每户

地主土地平均数者方为地主。这样标准过高 ,

我们 正 在 研 究 更 恰 当 的 办 法 求 得 解

决。”[5 ]352 - 353这一报告的内容不容易理解 ,因

为 ,如果没有确定地主的范围 ,如何求得地主

拥有土地的平均数 ? 一旦某一地区地主土地

数被确定以后 ,划分地主也就有了标准。该如

何确定地主的占有土地数量呢 ? 答案就在“地

主阶级一般‘应占’人口的百分之四至五”,到

底是“按照本省各地的不同情况”,还是按照上

级的某一规定。答案显然是后者。从其中“应

占”一词可以看出 ,这一标准是预设的。中共

江西省委的策略是 :按照预设的标准确定地主

阶级 (包括富农) 的田地数 ,完成百分之四至五

的地主阶级划分指标。我的手边虽无浙江省

的资料 ,但由江西情况推测 ,浙江的情形理应

相同。

于是 ,陈梅林被划为地主就可以作另一种

解释。海宁县土改的结果是 ,陈家场村全村地

主户数占全村总户数的 5 % ,无富农 ;太平村地

主、富农户的比例合计占全村人口的 3. 8 % ;海

宁县地主、富农户的比例合计占全县人口的

4. 5 %。据此推测 ,将占有 30 亩土地作为划分地

主的基本标准 ,是海宁县政府根据地主、富农

“应该”或者“必须”占全县总户数的 5 % (但不

超过 5 %) 这一基本判断作出的。陈家场村及

太平村人多地少 ,拥有 30 亩及 30 亩以上土地

的农户不及全县水平 ,如果陈梅林不被划为地

主 ,必然会降低本来就很低的地主、富农比例。

所以 ,将陈梅林划为地主 ,就可以完成或接近

完成本村划分地主、富农的任务指标。陈梅林

被划分为地主 ,既符合国家领导人对于中国社

会阶级的基本分析 ,也符合乡民的“集体的”

利益。

乡村中的阶级被确立以后 ,“阶级不是一

个日常生活的或者纯理论的概念 ,而是一个政

治和实践的概念。阶级概念的背后有一整套

革命的意识形态 ,与革命的意识形态相应的是

新式的社会关系、权力结构和制度模式。”[ 4 ]120

不仅如此 ,阶级的概念还构成了一套新型的占

支配地位的话语系统 ,影响着乡村居民的言语

和行动 ,并强化乡村中的社会等级结构。在留

存至今的 1953 年联民村第一个农业社明星社

的农业收入会计表格中 ,我们可以见到这样几

个栏目 :户主姓名、成分、家庭人口、农业收入、

成本、净收入和人均收入等七项。在 13 户社员

中 ,共有 8 户中农 ,5 户贫农。“成分”一栏排在

“户主姓名”之后 ,显示出其重要性[4 ]57 。众所

周知 ,无论是社员的土地、收入、成本或者家庭

人口 ,都不与成分发生关系。这一栏目的设

置 ,从经济的角度看是无意义的 ;从政治的层

面上 ,则可以是一种国家话语的形象解释 :土

地改革以后 ,贫苦农民有着组织合作社共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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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的强烈要求。总之 ,阶级成分的确定可以看

成为国家权力的象征 :国家代表人口总数 95 %

以上的人民大众 ,镇压 5 %以下的敌人。

藉由此条途径 ,国家的形象和国家的权威

渗入了乡村农民的日常生活 ,并成为与之不可

分割的一部分。具体而言 ,每当各种传达的文

件或报告中出现“阶级”或“阶级斗争”这两个

词汇时 ,有着 5 %的地主、富农的所有乡村很自

然地成为这一概念包括的一部分 ,即乡村因此

成为国家政治的一部分。贾小青的工作笔记

中有 1955 年 10 月 15 日和 18 日所抄名为《李

部长报告五年计划》的工作笔记 ,这份工作报

告分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谈的是第一个五年计

划 ,第二部分谈“阶级”和“阶级斗争”。第一部

分留待下文讨论 ,第二部分充满“阶级”和“斗

争”,今天读来 ,仍能闻到其中火药味。

五年计划的建设 ,发展合作化 ,也不

是一帆风顺 ,也不是没有困难。在这二年

中 ,我们斗争很热 (激) 烈 ,同时一定有很

激烈的阶级斗争。只有我们明确认识 ,发

展合作化斗争 ,并且这样来斗争 ,争取胜

利 ⋯⋯一切主张走资本主义的人不会拥

护 ,而勿拥护五年计划 ,用种种破坏阻住

工业化发展。国家工业化建设 (越) 快 ,资

本主义寿命越短。这些人是帝国主义、反

革命等 ,将要消灭 ⋯⋯现在是社会主义改

造 ,反革命份子更加破坏 ,来破坏我们建

设。进行阶级斗争 ,贯彻阶级路线 ,消灭

富农活动 ,有关政治问题进行批判 ⋯⋯对

富农、地主采取限制、改造、消灭 (的) 办法

⋯⋯中农是动摇者 ,一定要团结中农 ,独
(孤) 立富农。②(编号 :541009 ,541010)

所谓“李部长”实为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

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李富春。在 1955 年 7 月

5 日和 6 日召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 ,李富春就中华人

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作

了两次报告。第一次报告谈的是计划本身 ,第

二次报告谈的是与计划相关的几个问题。在

1955 年 7 月 16 日的《海宁报》上 ,李富春报告

中只有“对于国内外敌人 ,我们必须随时地保

持充分的警惕 ,战胜他们的破坏和反抗”一句 ,

而在贾小青的笔记中 ,则通篇是“阶级”和“阶

级斗争”。贾小青笔记中出现的是一个二元对

立的两极化社会。非此即彼 ,你死我活 ,两条

道路 ,激烈斗争。

反映在现实生活中 ,仍以贾小青的工作笔

记为例 ,在 1955 年 11 月 9 日关于各社员户粮

食产量的调查统计表格中 ,有 2 份表格在页头

注明成分 ,一为贫农 ,一为中农 ,其他未注。②

(编号 :541023 ,541030)这似乎是贾小青的一个

无意识的动作 ,但又似乎不是。我们只能将此

看作当时那种特定政治氛围的反映。在 1956

年 2 月 5 日的一份名为《山薯抵缴任务统计表》

中 ,每户社员的成分列于表中 :共 9 户贫农 ,6

户中农② (编号 : 541021) 。交山薯与交山薯者

的阶级出身没有任何关系。这一现象提示我

们 ,至 1950 年代中期 ,乡村干部们已经有意无

意地接受了“阶级”系列的国家话语。

土地改革以后形成的乡村的政治等级由

此而固定了 :贫农和雇农为第一等级 ,他们有

着政治上的各种优先权 ;中农为第二等级 ;地

主和富农为第三等级 ,他们是被剥夺了政治权

利的贱民。地位最微妙的是富裕中农 ,他们的

政治地位介于富农和中农之间 :既不是打击的

对象 ,也不是依靠的对象 ,却是时时刻刻的被

提防者。1956 年 10 月 28 日《海宁报》一篇报

导的题目为《在辩赢了富裕中农之后 ,长春社

决定扩大公共积累》,1957 年 8 月 28 日《海宁

报》一篇文章的题目为《朋友 ,看了这篇报导你

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

必须批判》;1957 年 12 月 13 日《海宁报》报导

《富裕农民妇大胃口 ! 每亩瞒产竟达二百十三

斤》。陈家场一位出身于富裕中农的农民说 :

“1958 年 ,我考入斜桥中学初中 ,但生产队不同

意我去读书 ,也不肯借给我一粒粮食。父亲没

有办法 ,只得凑钱买黑市粮供我上学。进入中

学以后 ,学校数次派人迁户口 ,一直遭到生产

队的阻挠。”[ 4 ]126 这位青年是富裕中农的儿子 ,

受教育的权利也得不到完全的保证。地主、富

农的子女命运更惨 ,他们连同他们的父辈一齐

被剥夺了他们本应享有的大部分政治权利。

乡村农民的思维逻辑与国家的思维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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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着一致 :既然好人坏人是按照他们占有的

土地数量进行划分的 ,富裕中农因为占有较多

的土地就不能视作好人。所以 ,在上引“李部

长”的讲话中 ,还出现“团结教育中农”之类的

提法。这一提法在以后许多次革命运动中一

再被政府提及 ,就说明中农地位的不确定性。

1950 年代 ,“雇农”、“贫农”、“中农”、“富裕中

农”、“富农”、“地主”、“阶级”、“阶级斗争”等词

语形成了一个新的话语体系。在这一话语体

系的支配下 ,村庄中的社会等级被固定了下

来 ,并随着历次政治运动的展开而得以加强。

如果说土地改革之前陈家场的地主还被村民看

作普通人的话 ,土地改革之后 ,地主、富农已被看

作乡村中的贱民。等级社会的形成对于国家的

意识形态全面向乡村灌输 ,有着重要的作用。

二、国家“规划”乡村

在阶级社会的基础上 ,国家借助乡级和村

级政权组织实现了对乡村社会的完全控制。

从一般意义上说 ,暴力能够迫使村民不得

不接受新的社会制度 ,但却不能保证村民认同新

秩序。接受和认同是两个虽有联系但却有着完

全不同内涵的概念。然而 ,我们看到的现实是 ,

土地改革之后 ,农民不仅接受了新的社会秩序 ,

而且在日后农业集体化运动中 ,进一步接受了新

的社会变革。在这一过程中 ,农民还完成了从接

受到认同的转变 ,即完成了从接受国家政权对农

村社会的改造到认同国家的转变。

中国农民的特点是对于利益的顶真 ,有时

可以称得上锱铢必较。“接受”可以被迫 ,但

“认同”则必须得到实际的利益。土地改革存

在符合农民利益的利益诱导机制 ,这一机制保

证了土地改革的顺利完成。

土地改革中的土地分配是以原耕为基础 ,

将土地出租者出租的土地改为原耕者所有 ,并

根据人口、土地数量、质量及位置远近进行抽

补调整。在海宁县太平村的 206 户农户中 ,共

有 72 户分得土地 ,分得土地的农民占全体农户

的 35 %。[6 ]40 地主财产的分配更为零星 ,在《太

平村没收家具分配榜》中 ,分配者的成份包括

雇农、贫农和中农 ,每户分得的财产往往是一

张棕棚、一只马桶、几只长凳或几只碗。[4 ]52 - 55

从太平村的例子看 ,未分到土地的农户并不是

土地改革的得益者。他们中的一部分虽然分

得了几件不值多少钱的家具或衣物 ,但这并不能

诱导他们认同新制度。土地改革中得益最大的

贫农和雇农是新制度最坚定的支持者。这也是

新政权“依靠贫 (雇)农”政策的基本依据。

张乐天指出 :“土地改革没有消除以土地

私有为基础的传统的家际竞争 ,只不过为这场

竞争划出了一条新的起跑线 ,从而使竞争在新

的基础上开始。”[4 ]58 竞争的结果是农村中的贫

富分化重新展开 ,土地租佃和土地买卖也陆续

出现。土地租佃或买卖的原因很复杂 ,或因迁

居 ,或因懒惰 ,或因遭遇天灾人祸。很显然 ,在

土地私有制下 ,土地的集中与分散是产权合乎

逻辑的变动形式。也就是说 ,土地私有制下的

土地占有 ,虽然是不平等的 ,但却不能一概视

为罪恶。

基于这一思考 ,农业合作化便成为巩固新

的国家政权的根本所在。为了有效地展开或

推进这场变革 ,利益诱导便成为成败的关键。

海宁县在合作化的过程中 ,乡村政府利用权力

帮助组织起来的农民 ,让他们得到实际利益 ,

从而诱导组织外的农民加入合作社组织。政

府发放的贷款大部分贷给互助合作组织。持

有互助合作组织证明的农民 ,无论到供销社去

买东西或到收购站去出售农副产品 ,都能得到

照顾。[4 ]58在上级领导的劝说下 ,1954 年 ,笔记

本的主人贾小青组织了太平村第一个农业合

作社 ,称为“明星社”。一年下来 ,明星社社员

收入平均比上一年增长 30 %。[ 6 ]50 - 51 明星社的

实践是成功的。

然而 ,仔细研究明星社的分配纪录 ,就会

发现另一事实。在全社 13 户农户中 ,最高户的

增收达到 55. 9 % ,最低为 7 %。最低收入者是

作为社长兼会计的贾小青自己。13 户农户的

生产组织非常复杂 ,在土地非常零散的条件

下 ,如确定各户土地、农具和肥料的报酬比例、

评定工分、安排农活、制做账目 ,要做到公平合

理 ,并不容易。贾小青正直能干 ,付出的多 ,得

到的少。合作社组织需要此类富有牺牲精神

的能人 ,但类似的乡村能人却不可能很多。所

以 ,尽管有着种种利益诱导 ,也有着成功的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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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 ,但农民仍不愿意组织起来。当年曾任太平

村村长的贾维清这样回忆 :“假如没有共产党

的强硬推进 ,初级社不可能普遍组织起来。那

些劳动力强的人 ,家里土地多或占有好地块的

人 ,农业生产经验丰富的人 ,很少会自愿入

社。”不仅如此 ,有的贫苦农民宁可卖青苗 ,借

高利贷也不肯入社。[4 ]63 虽然通过强硬的措施 ,

如对个别的抗拒者采用劳改、流放等方式 ,海

宁县也很快完成了合作化 ,但是 ,这种强硬的

互助合作能维持多久 ,政府心里也没有底。看

来 ,一般的利益诱导尚不足以驱使农民永远组

织在一起 ,更何况国家的最终目的是要农民交

出他们的土地。对于农民而言 ,土地是他们的

命根子 ,是他们最大的利益。

在 1950 年代 ,国家手中掌握的资源相当有

限 ,不可能为组织起来的农民提供更多的物质

帮助。更何况 ,国家组织农民的动机之一 ,是

希望农业能为工业提供更多的原料和更多的

积累 ,以促进国家工业化。所以 ,当全部农民

都组织起来以后 ,贷款的优惠、购物的优惠就

不可能继续维持。政府必须发展新的利益诱

导机制 ,才能完成国家在乡村的目标。

从贾小青工作笔记的记载来看 ,从 1955 年

开始 ,国家加强了对乡村另一类利益诱导。这

类诱导不是用实实在在的物质 ,而是依靠美好

远景的描绘和真诚的许诺。藉由此条途径 ,国

家既是暴力和权力的化身 ,也是一个美好的希

望 ,一个寄托着村庄与村民理想之梦的希望。

贾小青 1955 年 10 月 5 日的工作笔记中 ,

详细记载了《李部长报告五年计划》的第一

讲。② (编号 : 541007) 这是一份层层传达的报

告 ,传达者可能为县或乡里的领导。上文的分

析表明 ,有关该报告第二讲的传达 ,已经与李

富春报告的第二讲内容完全不同 ,所谓的“传

达”,实际上已经包括了各级领导对这份报告

内容的个人性理解。

就此报告第一部分的内容看 ,与五年计划

有关的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其一 ,五年

计划的中心和意义 ,报告人引用毛泽东主席的

话 ,“国家没有重工业 ,就没有国家富强 ,没有

巩固国防 ,也没有人民福利”。其二 ,五年计划

的项目有苏联帮助 156 项重工业建设 ,694 个

单位基础建设。其三 ,若干种工业品产量 ,包

括钢、铁、载重汽车、拖拉机、脚踏车、棉布 ,和

农产品产量 ,包括粮食、棉花、络麻等。将国家

的计划和发展的前景 ,通过会议传达的方式告

诉农民 ,是共产党政权一个不同寻常的举动 ,

以前的政府都未有过此类行为。这表明新的国

家与旧时代的国家有了明显的不同。对于听过

报告的农民来说 ,国家不再是一个抽象的符号 ,

也不仅仅扮演一个统治者的角色 ,而是一个实实

在在的崭新的政治与经济形态。首先 ,国家具有

了农民能够理解的“民族国家”的含义 ,她接受另

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帮助 ,她将要有自己强

大的国防 ,她需要并一定会富强。其次 ,经济建

设是一种国家行为。现代工业对于国家的强大

至关重要。第三 ,五年计划将 1957 年工业品产

量与 1952 年比较 ,增长的幅度巨大 ,显示出中国

工业的进步。在时隔半个世纪后的今天 ,读来仍

令人激动不已。例如从 1952 年至 1957 年 ,全国

钢产量从 136 万吨增至 412 万吨 ,铁产量从 190

万吨增至 467 万吨 ,五年中生产载重汽车4 000

辆 ,每年生产拖拉机 6 万辆 ,脚踏车从年产 8 万

辆增至 55. 5 万辆。工业的进步 ,使国家很容易

地成为“富强”的代名词。

农产品的增长幅度较小 ,不那么激动人

心。五年计划从 1952 年至 1957 年 ,粮食增长

17. 6 % ,棉花增长 25. 4 % ,络麻增长 19. 7 %。

这是因为 ,1953 年和 1954 年 ,因受天灾 ,农业

是减产的。尽管如此 ,农民还是从这一报告中

得知 1957 年国家粮食产量将达到3 856亿斤 ,

棉花达到3 270万担 ,络麻达到 730 万担。对于

浙北乡村的农民而言 ,他们至少从这些巨大的

数据中感觉到了国家的力量和伟大。农业要

跟上工业的发展 ,或为工业的发展做出贡献 ,

就必须进行改革。

所以 ,五年计划中与农村社会和农民生活

直接有关的是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关于在农

村中建设社会主义 ,李部长的报告将其分为四

个阶段 ,前两个阶段讲的是从 1953 年到 1957

年 ,再从 1958 年到 1960 年 ,分两步实现农业合

作化 ,最终使 95 %的农民参加农业合作社 ;从

1961 年到 1967 年 ,再到 1977 年 ,分两步完成

农业技术改革 ,最终完全施用机械生产。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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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化生产既是农业合作化的结果 ,也是农业

合作化的目标。很显然 ,没有合作化 ,也就没

有机械化。机械化究竟对农民有什么好处 ,报

告中没有提。但实际上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

里 ,农业机械化被国家描绘成农业现代化。苏

联的集体农庄是中国农业合作社的榜样 ,是政

府为中国农民描绘的美好前景。所谓“楼上楼

下 ,电灯电话 ,洋犁洋耙”[6 ]51 ,则是海宁县农民

对他们想像中的现代化农业和现代化农村生

活的生动表达。联系到上述国家每年生产 6 万

辆拖拉机的计划 ,谁都不会怀疑现代化农业距

离农民已是近在咫尺了。

李部长的报告再次强调 ,实现了农业集体

化 ,能够更好地支援工业化 ,支援巩固国防 ,就

是国强民富 ,使全国人民得到巨大好处。而实

现了国家工业化 ,国家工厂更多 ,国家更加多

地制造机械及化学肥料、治虫药粉 ,支援农业 ,

帮助农民。又能够办好水利建设 ,修好黄河 ,

用水利发电。国家的投资多达 7. 2 万两黄金。

总之 ,国家制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是国家经

济建设和社会改造的总纲要 ,宏大而雄伟。为

了配合国家经济建设 ,农业合作化就具有了某

种逻辑的和历史的必然性。

借助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和向农村的

宣传 ,国家形象得到了从未有过的全新塑造。

她是现代文明的象征 ,正如我们在贾小青使用

的笔记本页楣上的宣传图案中所看到的 :高大

的烟囱 ,整齐的厂房 ,载重卡车和履带式联合

收割机在田野上奔忙 ,粮仓 ,蛛丝般的电线网

和水电站⋯⋯同样的图案也出现在 1955 年 10

月 1 日的《海宁报》上 ,占了整整一版的篇幅 ,图

案更清晰 ,内容更丰富。国家与农民的距离是

这样近 ,这样直接 ,这样生动而形象。美好的

未来不仅仅是梦想 ,而是可以实现的繁荣和富

强。农民从国家前景中看到了自己的利益。

或者说 ,国家的前景中包括了农民的利益。于

是 ,乡村干部们学会了从这一角度思考问题 ,

并熟练地运用这套话语来教育农民。1957 年 3

月 3 日 ,贾小青所属乡的沈乡长在乡人民代表

会议上做本乡全年工作报告。他说 :

我们经过一年来的集体经营 ,明确了

合作化的优越性 ,也知道了厉行节约 ,增

加生产的重要性。明确到农业生产是社

员增加衣食收入的来源。也明确支援国

家工业化 ,支援建设 ,农业生产发展勿但

是为了自己 ,而且 (可以) 多余粮食支援国

家建设⋯⋯

农业发展又是工业的发展基础 ,就是

大批轻工业原料 ,是要农业生产的发展支

援⋯⋯

农业生产也主要是国家 (收入) 的主

要来源⋯⋯

我们中国现代化工业设备 ,精密的机

器原料必须进口。我们要组织调掉 ,主要

是农业农产、土特。倘使农业不发展 ,就

是影响社会主义的速度。发展农业是全

国人民 ,也就是五亿人民 ,也就是国家建

设的重要意义。现在发现农村有部分青

年勿晓得农业的光辉的前途 ,勿明确 ,这

种思想是不正确的。② (编号 :541073)

贾小青的记录有些不通顺 ,但不影响我们

的理解。沈乡长谈农业与工业的关系 ,谈农业

与国家收入、国家建设的关系。谈社会主义 ,

谈全国及全国五亿农民。最让人印象深刻的

一点是 ,李部长报告中的“农业集体化支援工

业化 ,支援巩固国防”一句 ,在沈乡长的报告中

居于中心的位置。农业可以“支援”国家工业

化建设。农业是“支援”的提供者 ,工业是“支

援”的接受者 ;农民是“支援”者 ,国家是被“支

援”者。农民成为话语的中心。在这里 ,国家

“规划”着乡村 ,乡村为国家所“规划”。

光凭将来的利益承诺还不能有效地发挥

国家和利益诱导机制。不仅在将来 ,就在可以

见到的几年中 ,农民也能得到很大的好处。在

1956 年关于高级社的宣传中 ,政府提出高级社

的六点优越性 ,其中如进一步战胜自然灾害 ;

按劳取酬 ,人人有劳动 ;用新式农具 ,逐步改为

大型农具 ;办好文化福利 (如妇女产前产后休

假 ,病人无顾虑 ,扫文盲) 等 ,都与农民的现实

利益有关。以至于总结出高级社有“四勿怕”,

勿怕生病 ,勿怕孩子多 ,勿怕文盲多 ,勿怕开会

社员多。② (编号 : 541036) 第一、第二个“勿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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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农民的生活密切相关 ,国家的长远利益就这

样与农民的现实利益联系起来了。

1957 年 2 月传达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

十条》,进一步指出国家规划各地的农作物产

量 ,以及为达到产量而采取的技术措施。② (编

号 :541078) 历史上有哪一个政权为农民谋利

益达到如此细致的程度 ,哪一个统治者能像共

产党一样 ,为了农民的利益鞠躬尽瘁。尽管如

此 ,仍有农民不愿意加入高级社。1957 年 4 月

13 日 ,在乡召开的全乡小队长以上会议上 ,出

现了“贯彻阶级路线 , (该) 管制的管制”之类的

语言。其原因是 ,“最近石井乡逮捕了三个 ,一

是破坏合作社 ,而且这人是个贫农社员 ,对办

社不满意 ,反对政府 ;一个是割山薯头 ,割麦

秧 ;一个是粮食埋到泥里头。”② (编号 :541083)

根据曹锦清、张乐天的调查 ,1956 年大办高级

社时 ,也有两户贫农将土地证藏在床底下 ,不

肯加入。[6 ]128尽管所谓的“破坏份子”并不是地

主或富农 ,但政策上还是要“贯彻阶级路线”。

这就是 1975 年宪法中“坏份子”的真实含义。

在实际生活中 ,地主、富农、反革命、坏份子构成

所谓的“四类份子”。“四类份子”也只占总人口

的 5 %左右。国家依然代表 95 %的人民大众。

在合作化运动中 ,为国家所“代表”的绝大

多数农民 ,都顺从地交出了他们的土地证 ,参

加高级社。半个世纪过去了 ,中国农民的顺从

让今天的研究者都感到吃惊。中国农民的这

一行为可以作各种各样的解释 ,但我想指出其

中的一条 ,既然国家的前景和农村的未来是如

此光明 ,既然农民能够在合作化中得到许多好

处 ,为什么要反对合作化 ? 很显然 ,在推进农

业合作化的各项措施中 ,新政权对农民的利益

诱导机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代表总人口

95 %以上人民的现实利益和未来利益 ,是新的

国家形象的道德基础。

三、乡村“规划”国家

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有关农业合作化运动

和农业增产的规划带来了乡村建设的“规划”

浪潮。1955 年 10 月 11 日和 16 日《海宁报》连

载了题为《怎样把合作化做中心来全面规划》

的不署名文章 ,介绍的是黑龙江省全面规划的

经验。文章的第一部分介绍农业合作化的规

划 ,此不赘。第二部分专谈生产规划。其中的

要点是 :第一 ,进行规划并按规划工作可以发

展农业生产 ,收到好的效果。第二 ,从上到下

一级一级的规划与从下到上发动群众进行规

划相结合 ,使农业生产的发展符合国家工业建

设的需要 ,将规划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第

三 ,进行规划时注意兼顾个人利益与农业社利

益、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目前利益和长远利

益 ,发展速度要有积极精神 ,又要建筑在可靠

的底子上。从今天的眼光看 ,这真是一个兼顾

各方利益 ,平衡可靠的规划原则。

浙北农村的实际规划并非如此。在贾小

青 1956 年 11 月 18 日的工作笔记中 ,记载有

李部长有关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二场报告。

与这一天的工作笔记紧相邻的是一份名为

《农业生产规划表》,表后一份笔记的时间为

11 月 26 日。很显然 ,这份规划制定于 11 月

18 日至 11 月 26 日之间。我以为这份报告是

贾小青所在的明星合作社为了配合第一个五

年计划的传达而作的农业生产规划。规划表

的内容相当详备 ,包括 1955 年各种农作物的

种植面积、产量 ,规划中的 1956 年各种农作

物的种植面积和产量 ,以及各种农作物 1957

年的产量。作物大类分为春花作物、秋季作

物和蚕桑三大类 ,每一类又分为若干小类。

从听完李部长 11 月 15 日的报告到写完规划 ,

只有短短的几天时间。贾小青以农民的智

慧 ,很快完成了明星社 1956～1957 年的生产

规划。

原规划表中内容还要更丰富一些 ,由于一

些生产内容过于琐细 ,故略而不论。本文就主

要农作物 (包括各种春花作物和秋季作物) 及

蚕桑的生产规划做一简单的讨论。

浙江北部不是粮食产区 ,1950 年代及其以

前 ,当地农民口粮的相当一部分通过市场交换

得来。尽管如此 ,水稻、小麦的丰歉 ,对于当地

农民的生活仍然是至关重要的。由于没有途

径获得充足的动物脂肪 ,所以 ,油料作物也是

农家的重要农作物。有了粮食和油料 ,农民的

基本生活就有了保证。在明星合作社 ,这三种

涉及农民基本生活的农作物 ,规划中的亩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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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幅最小 ,与农民对于生计安排的谨慎有关。

过分的浮夸可能导致国家供应粮食量的减少 ,

在农村市场被取谛的情况下 ,农民的生计就会

陷入困境。

表 1 　明星社 1956～1957 年农业生产规划

　　年

作物　　

1955 1956 1957 是上年的 ( %)

面积

(亩)

亩产量

(斤)

面积

(亩)

亩产量

(斤)

面积

(亩)

亩产量

(斤)

1956

年

1957

年

春花作物 :

　田小麦 7. 998 115 8. 658 125 138 108. 7 110. 4

　地小麦 13. 953 125 15. 815 140 160 112. 0 114. 3

　田蚕豆 19. 495 60 11. 829 80 100 133. 3 125. 0

　地蚕豆 4. 309 80 2. 151 100 120 125. 0 120. 0

　田油菜 4. 894 120 11. 319 135 145 112. 5 107. 4

　地油菜 8. 856 100 16. 637 115 130 115. 0 113. 0

　地大麦 1. 050 180 2. 778 220 250 122. 2 113. 6

秋季作物 :

　田麻 0. 918 360 3. 629 450 500 125. 0 111. 1

　地麻 15. 632 270 12. 921 320 350 118. 5 109. 4

　田棉

　地棉 1. 9 60 2 100 140 166. 7 140. 0

　中稻 3. 137 430 3. 137 450 460 104. 7 102. 2

　晚稻 29. 319 430 26. 708 465 480 108. 1 103. 2

　山薯 3. 655 18 担 5. 995 20 担 24 担 111. 1 120. 0

　芋艿

　黄豆 18. 574 25 18. 464 80 90 320. 0 112. 5

蚕桑 :

　春蚕种 7. 25 张 45 6. 25 张 52 8 张 56 115. 6 107. 7

　夏蚕种 1 20 1. 5 30 150. 0

　秋蚕种 6. 25 10 6 35 45 350. 0 128. 6

　　资料来源 :《贾小青笔记》,编号 541015 —541017。

络麻和蚕桑是浙江北部地区的主要经济

作物。在田麻和地麻中 ,地麻的面积大 ,增产

的幅度小 ,田麻面积小 ,增产的幅度大。与上

述粮油作物相比 ,地麻亩产量的提高幅度仍然

较大 ,这可能是麻产量与农民生计没有直接关

系所致。蚕桑的情况本应如此 ,在“春蚕”的

“规划”中 ,每张蚕种产量的增幅甚小 ,然而 ,在

“秋蚕”一栏规划中 ,1956 年较 1955 年 ,每张蚕

种的产量增幅竟然高达 250 % ,即增加了 2. 5

倍 。由于 1955 年秋蚕种的每张产量定得太

低 ,也可能确实很低 ,所以这一增幅似乎是不

可靠的 ,可能不是有意“规划”所致。同样 ,增

幅最大的黄豆 ,也可能是 1955 年亩产量太低的

缘故。

浙北地区的蚕豆不是粮食作物 ,却是当地

独具特色的经济作物。在土地改革之前的浙

北地区 ,农民出售蚕豆购买粮食 ,是他们的生

计依靠之一。然而 ,由于粮食自由市场被取

谛 ,蚕豆的出售不再是一种自由的市场行为 ,

加上蚕豆本身不是生活的必备品 ,因此 ,比较

而言 ,蚕豆产量不是最重要的。在“规划”中 ,

蚕豆的增幅高于粮食作物和其他经济作物 ,也

就是顺理成章的了。当然 ,最典型的还是棉

花 ,一共 2 亩棉地 , 1956 年产量是上一年的

166 % ,1957 年是 1956 年的 140 %。

从明星合作社的规划中可以读出中国农

民的精明和狡黠。农作物的规划产量依作物

的重要性依次降低 ,越是重要的农作物 ,越是

谨慎地规划其未来的产量。即使在某种特殊

的背景下需要浮夸 ,也因作物重要性的不同而

选择不同的幅度。

另一份资料也可以证明我的这一判断。

在 1955 年 12 月 26 日的《海宁报》上 ,登载了署

名张树敏的小品文《抽屉里的生产规划》,说的

是柏墅乡永宁第二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蒋张

林和委员卜月康等人在乡里开会时订了一个

生产规划 ,水稻亩产计划在 515 斤的基础上 ,增

产 20 斤 ,即增产 0. 38 % ,由于规划内容没有与

社员们商量 ,他们担心这一生产规划在社员大

会上通不过。结果出乎社长和委员们的意料 ,

规划被社员大会通过。会后 ,社员们“照老样

生产或白相 ,如同没有这件事一样 ,只有几个

社干把它当成‘宝贝’,说是将来到乡里汇报时

用得着 ,小心地把它收进屉子里。但可惜现在

这张生产规划表已经被老鼠咬掉一只角了 !”

小品文的作者意欲讽刺永宁社订立了生产规

划却不采取积极行动 ,而在当时的农民看来 ,

难道水稻计划增产 0. 38 %也要采取什么行动 ?

柏墅乡的水稻亩产量较贾小青的农业社为高 ,

规划中的增长幅度更小。即便如此 ,就是这么

小的增幅 ,社长和委员们都担心社员们可能会

不同意。由此可见 ,对于关系到农民切身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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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水稻产量的规划 ,他们是慎而又慎的。

乡一级的“规划”则见于《贾小青笔记》。

1956 年 1 月 21 日 ,《贾小青笔记》中有一份

《全乡 1956 年到 1967 年规划》,包括 12 年中

种植业水稻、芋艿、山薯、小米、小麦、油菜、络

麻、棉花、蚕茧、夏蚕、秋蚕、桑叶的产量 ,畜牧

业包括肉猪、母猪、公猪、绵羊、鸡、鸭、鹅、兔、

鱼等的头 (尾、只) 数。摘取其中部分内容列

如表 2。

表 2 　浙江海宁县盐官乡 1956～1967 年农业规划

　产量

年份 　

水稻亩

(斤)

小麦亩

(斤)

油菜亩

(斤)

络麻亩

(斤)

棉花亩

(斤)

茧蚕(每

张/ 斤)

山薯亩

(担)

肉猪

(百头)

鸡

(千只)

1956 250 120 420 250 58 30 14 7. 5

1957 300 150 500 280 65 50 21 12

1958 350 180 580 300 68 60 28 15

1959 400 210 660 350 70 70 35 17

1960 900 450 240 740 400 75 80 42 19

1961 1 010 500 270 820 450 80 90 49 21

1962 1 120 550 300 900 500 85 100 56 23

1963 1 230 600 330 980 550 90 110 63 25

1964 1 340 650 360 1060 600 95 120 70 27

1965 1 450 700 390 1140 650 100 130 77 29

1966 1 560 750 420 1220 700 105 140 85 31

1967 1 670 800 450 1300 750 110 150 92 33

　　资料来源 :《贾小青笔记》,编号 541033。

水稻亩产量从 1960 年起开始计算 ,每一年

在上一年的基础上增加 110 斤 ,小麦从 1957 年

开始亩产每年增加 50 斤 ,络麻亩产每年增加

80 斤 ,肉猪每年增加 700 头。其他各种作物和

家畜每年都增加一定的幅度。就增长的相对

幅度论 ,第一年水稻增幅高达 12 % ,小麦高达

38 % ,络麻高达 19 %。由于每年增加的亩产量

维持不变 ,以后的增幅逐年降低。另外 ,计划

编制者有时候并不想制作千篇一律的均匀增

量 ,在最初的几年中 ,棉花、蚕茧、山薯、鸡的增

长量与以后的计划并不一致 ,为了省事 ,“规

划”不规则的几年过后 ,就是均匀的增量。如

果说 ,明星社的两年生产“规划”还体现了乡村

农民的某种理性的话 ,全乡的 12 年规划就完全

是人为意志的产物。最有趣的是“规划”中的

1967 年水稻亩产量 ,竟然高达1 670斤 ,棉花亩

产量高达 750 斤。可以设想 ,如果要求编制一

份 20 年计划的话 ,水稻亩产可能达到2 550斤 ,

棉花亩产可能高达1 150斤。这一份规划完全

是一场数字游戏。乡政府中的规划制定者与

农民的生活保持着距离 ,大胆的“规划”不会对

他们的生计造成影响。

乡村的农民与干部继续用他们的理解“规

划”着他们的未来。就在这份笔记之后 ,出现一

份浙江省其他县的农业生产典型报告。在奉化

县南岙乡 ,南瓜重达 70 斤 ,萝卜亩产13 600斤 ,

最重的一个重 20 斤。温州县农场改变耕作制度

获得大面积丰收 ,1955 年全场 166. 5 亩水稻平

均亩产量为1 013斤。② (编号 :541034) 同一时期

一份双山乡典型介绍双季稻经验 ,涉及早稻、晚

稻田间管理的各个环节 ,并称 1955 年水稻亩产

720 斤 ,1956 年要达到1 000斤。② (编号 :541036)

某种特殊条件下的高产量可能被恰到好处地夸

张。众多的夸张形成一种氛围 ,以至于身陷其中

之人以及身在界外之人 ,都被感染 ,不仅自己相

信 ,还会广为宣传。按照当时流行的话语 ,“这些

活生生的事例”,不仅从各个方面支撑农民对于

未来的信心 ,而且也支撑国家对未来的信心。有

了这些成功的榜样 ,盐官乡的干部们或许会觉

得 ,他们对未来 12 年的规划真的会实现。第一

个五年计划顺利完成以后 ,国家对于其规划及目

标的浪漫主义的重新定位 ,不可能与来自乡村的

热情无关。

接着 ,在 1956 年 1 月 28 日至 31 日 ,贾小青

被派往临安县东目乡某高级合作社进行参观访

问 ,学习高级社的管理方法。② (编号 :541034) 2

月 18 日 ,贾小青出席县宣传代表大会 ,学习高级

社的优越性。② (编号 :541035) 以下的故事不再

赘言 ,总之 ,高级社顺利地办起来了。贾小青的

工作笔记中保留了他们当年参加高级社的入社

申请书 ,兹录如下。

决心书

我们为了响应毛主席号召 ,走向大家

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 ,消灭农村中的资本

主义剥削制度 ,克服小农经济的落后性 ,

发展社会主义的农村经济 ,适应社会主义

工业化的需要 ,我们全体社员通过学习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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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指示后 ,全家

同意自愿申请参加高级社农林业生产合

作 ,特此提出如下几点保证 :

一、服从组织领导 ; 二、遵守社章社

纲 ;三、遵守劳动纪律 ;四、保证团结社员 ,

永不退社 ;五、保证搞好生产 ,绝不偷工减

料 ;六、坚决消灭工分思想 ;七、消灭私有

制 ,拔掉穷根子 ;八、克服保守思想 ,服从

国家计划生产 ;九、保证养好耕牛 ;十、爱

护公共财物 ,不损坏一点 ;十一 ,保证做好

国家四要四有。② (编号 :542007)

这是一份新社社员联合签名的申请书草

稿 ,决心书末附全体社员的家庭人口、劳动

力、田地数量、农具等内容 ,其中茶叶产量和

笋干产量含义不明。这份决心书向我们展

示 ,浙江北部的农民已经会熟练地使用新的

国家话语。诸如“响应号召”、“社会主义与资

本主义”、“小农经济”、“工业化”、“国家计

划”、“服从”、“遵守”、“团结”、“克服”、“保

证”,等等 ,在以后的岁月中 ,成为乡村“场面

上”的流行语言。

在此以前 ,即在 1955 年 7 月 1 日的《海宁

报》上 ,载有署名陈炳林等四人的一份《我们的

保证》,作为“向党的生日‘七一’献礼”。这份

保证书的语言是这样的 :“我们在旧社会都是

受剥削、受压迫的农民 ,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

⋯⋯直到解放后 ,我们才分到了土地 ,提高了

产量 ,从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翻了身 ,特别是光

荣的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并且分别担任了乡的

支部书记。在‘七一’———伟大的党的生日 ,我

们回忆过去 ,对比现在 ,内心无限感动。我们

决心⋯⋯”文字中体现的是翻身农民对党的感

激 ,党的基层干部对党的忠诚。

贾小青起草的决心书与此不同 ,其中没有

翻身的情结 ,也没有基层干部对上级的感激或

效忠 ,所反映的是农民对国家的认识和态度 :

遵守、保证和服从。这份“决心书”中隐含的意

义是双重的 :农民信赖国家 ,国家相信农民。

新的国家形象就这样被塑造了出来 :国家是农

民利益的代表者 ,是乡村美好未来的设计师 ;

农民是国家的主人 ,是社会主义农村和现代化

农业的建设者。1956 年年初 ,浙北乡村已经完

全融合于国家的制度体系和意识形态体系之

中 ,成为新国家有机的组成部分。

四、讨论

至 1950 年代中期 ,通过土地改革、农业合

作化等运动 ,国家完成了对于中国乡村社会的

全面改造和控制。强大的国家力量并不完全

来自于严密有序的政权结构及其所代表的暴

力和压迫 ,而且也来自于由若干话语体系所代

表的国家意识形态 ,和国家意识形态所代表的

道德准则。共产党政权藉此深深嵌入乡村农

民的日常生活 ,国家因此而成为与乡村生活密

不可分的一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说 ,国家依靠

话语力量完成了对乡村的控制。

国家对于农民现实利益及未来利益的关

注和承诺 ,导致了农民观念中的国家意识的根

本变革。正是在这一背景下 ,他们不但接受了

国家的权威 ,而且也认同了国家的规划和目

标。农民对于国家规划及目标作出了积极的

反应 ,这些反应有可能对于国家新规划、新目标

的定位产生重大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 ,1950

年代新的国家形象的塑造是国家与农民“同谋”

的结果。只是直到今天 ,我们对于这个“同谋”过

程的具体细节 ,还缺乏足够多的深入研究。

在国家制度框架中寻求自身的利益 ,是农

民现代国家意识形成的标志之一 ,然而 ,1950

年代的农民利益 ,只是一种没有保障的外部赐

予。农民在获得某些利益的同时 ,却又在不知

不觉中丧失了他们原有的一些基本权利 ,例如

自由迁移、自由择业、自由交易和自由种植等

权利。正因为如此 ,才会有几年以后大灾难的

降临。在经历了重大的挫折和灾难之后 ,农民

并没有意识到灾难源于权利的丧失。1950 年

代以后国家与乡村的对话 ,主要在利益的层面

上进行。大部分的“倒退”或者“改革”,主要表

现为农民与国家在利益分配上的讨价还价。

这一过程目前还在进行 ,但农民与国家之间新

的对话也已发生。只有当农民为自己的权利
(不仅是利益) 而谋求国家制度的改革时 ,对于

他们而言 ,完全意义上的现代国家意识才算真

正地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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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贾小青笔记》多达 70 余本 ,数百万字 ,承蒙张乐天慷

慨提供所拍光盘 ,拍摄中自然形成的号码 ,可以看作

资料的页码。曹锦清、张乐天、陈中亚 :《当代浙北乡

村的社会文化变迁》(上海 :远东出版社 ,1995 年)和张

乐天 :《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

1998 年)对此资料多有引述 ,他们的著作还参考联民

村会计资料。本文对这两本著作多有参考。需要特

别加以说明的是 ,前一本著作以陈家场为研究对象 ,

后一本著作则以联民村为研究中心。作为自然村的

陈家场从属于作为行政村的联民村。由于行政村的

设置变动颇大 ,故联民村在前著中又称为太平村 ,但

太平村的辖境较联民村略小。

②《贾小青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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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reation of the New National Image
———Based on t he National Discourse in t he 1950s

CA O S hu2j i

(Depart ment of History , Shanghai J iaotong University , Shanghai 200240 , China)

Abstract : In the 1950s , t he nation’s concern about the peasant s’interest s and it s p romise to

p romote peasant s’interest s f undamentally changed t he peasant s’perception of the nation. The

peasant s not only acknowledged t he power of t he nation , but also identified t hemselves wit h the

blueprint s and goals of t he nation by responding positively to t hem , which was of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positioning of new national blueprint s and goals. In t his sense , t he nation and t he peasant s

worked hand in hand in creating t he new national image in t he 1950s.

Key words : new national image ; national discourse ; 195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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